
1 鼓山區 祐琳小兒科診所 請來電洽詢 07-5501870 鼓山區裕誠路1180號

2 鼓山區 聯合醫院 請來電洽詢 07-5552565 鼓山區中華ㄧ路976號

3 左營區 傳家診所
上午:08:30-12:00

下午:16:00-19:30
07-5587919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65號

4 左營區 育濰小兒科診所

1.週一至週日

上午8:30-12:00

下午16:00-21:00
07-3414005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168號

5 左營區 馨蕙馨醫院

1.週一至週五

上午:09:00-12:00

下午:14:00-17:30

 晚上:18:30-21:00

2.星期六

上午:09:00-12:00

07-5586080 左營區明誠二路541號

6 左營區 博愛蕙馨醫院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:0900-1200

下午:1400-1730

晚上:1830-2100

2.星期日0900-1200

07-8628880 左營區博愛二路20號

7 左營區 彌馨診所

1.星期一至六

上午:0900-1200

下午:1400-1730

晚上1830-2100

2.星期日

上午:0900-1200

07-8629880 左營區至聖路288號

8 左營區
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

分院

1.週一至週五

上午8 :30-12:00

下午13:30-17:00

晚上18:30-21:00

2.週六

上午 8:30-12:00

下午及晚上休診

3.週日全天休診

07-5817121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

9 左營區 永霖小兒科診所

1.週一至週五

上午 7:30-12:00

下午15:00-18:00

晚上18:30-21:30

2.週六

上午8 :00-12:00

下午15:00-18:00

晚上18:30-21:30

3.週日

上午8 :00-12:00

晚上18:30-21:30

07-3498118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４１５號１樓

10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
1.週一至週五

下午14:00-17:30
07-3422121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３８６號

高雄市自費MMR疫苗（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）

接種院所清單

序號
鄉鎮

市區
醫療院所名稱 接種時間 洽詢電話 地址

1070611更新

各院所下訂及到貨時間不依，如有接種需求建議先撥打電話詢問疫苗剩餘量及提供接種服

務時間，避免白跑一趟。



11 楠梓區 健仁醫院
1.週一至週六

 上午：8:30-12:00
07-3512110#1122 楠梓區楠陽路136號

12 三民區 四季台安醫院

欲施打育齡婦女MMR時間如下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：9:00-12:00

下午：14:00-17:30

晚上：18:30-21:30

2.週日

上午：9:00-12:00

3其他施打常規疫苗時間於芯

四季診所施打

07-3983000 三民區聯興路157號

13 三民區 芯四季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：9:00-12:00

下午：14:00-17:30

晚上：18:30-21:30

2.週日

 上午：9:00-12:00

3.卡介苗 週一、二、三、四

(請民眾打電話過去預約)

上午：8:45-9:30

07-3980000 三民區聯興路135號

14 三民區
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

和紀念醫院

週一至週五上午08:30-12:00

週一至週五下午13:30-17:00

週一至週五晚上18:00-21:00

［18歲以下請掛小兒科；18歲

(含)以上請掛家醫科］

07-3121101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

15 三民區 王漢卿小兒科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：8:30-12:00

下午：15:30-18:00

晚上：19:00-21:30

07-3877918 三民區陽明路132號

16 三民區
義大醫療財團法人

義大大昌醫院

1.週一至週五

上午08:30~12:00

下午13:30~17:00

夜診18:00~21:00

2.週六08:30~12:00

*卡介苗每月最後一週週三上

午8:30～12:00

（11:30前報到）

5599123 大昌一路305號

17 三民區
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

和紀念醫院

以醫院公告門診時間為準(18

歲以下請掛小兒科；18歲(含)

以上請掛家醫科)
07-3121101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 

18 前金區 大同醫院

1.週一至週五

上午08:50-17:00

2.週六

上午08:30-12:00

291110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

19 苓雅區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

1.週一 至週五

上午：9:00-12:00

2.卡介苗

(隔週週三.電洽)

上午：9:00-11:30

3.結核菌素測試(週一)

上午：9:00-11:30

07-7511131#2010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



20 苓雅區 小太陽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

 上午：8:30-12:00

 2.週一至週四

下午：16:00-18:00

3.週一、二、四、五

晚上：19:00-20:30

07-2267753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50號

21 苓雅區 邱靖媛小兒科診所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:8:30-12:00
7215153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72號

22 苓雅區 阮綜合醫院

1.週一、三、五

下午：14:00-17:00

2.週五接種卡介苗

下午：14:30-16:30

3351121  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

23 苓雅區 小貝貝小兒科診所

1.週一 至週五

上午：8:30-12:00

下午：18:00-20:15

2.週六

上午：8:30-12:15

3383099  苓雅區光華一路25號

24 苓雅區 聖功醫院 來電洽詢 2238153 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

25 前鎮區 昭哲診所

1.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

早上8:30-12:00

下午16:00-18:30

晚上19:00-21:30

7136366 前鎮區瑞華里永豐路214號

26 前鎮區 南隆小兒科診所

1.週一至週五:

早上8:30-12:00

下午15:00-18:00

晚上19:00-21:30

3385678 前鎮區林森三路146號

27 前鎮區 大家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:

早上8:00-11:30

下午14:30-18:00

晚上18:30-21:30

2.週日:

早上8:00-11:30

下午14:30-18:00

8117772 前鎮區明正里草衙二路430號

28 小港區

高雄市立小港醫院

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

雄醫學大學經營)

上午08：30 ~ 12：00

下午14：00 ~ 17：00

夜間18：00 ~ 21：00
8036783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

29 小港區 大雄診所

週一至週六

  上午：8:00-12:00

  下午：14:30-18:00

  晚上：18:40-21:30

  週日上午：8:00至12:00

07-8015808 小港區二苓路156-158號

30 小港區 施晉南診所

週一至週五

週六上午半天

上午︰08︰30-12︰00

下午︰15︰00-18︰00

晚上︰19︰00-21︰30

8021622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1號

31 小港區 蔡坤霖小兒科診所

上午︰08︰00-12︰00

下午︰15︰00-18︰00

晚上︰19︰00-21︰30
8030816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48號

32 鳳山區 鳳山醫院 請來電洽詢 077418151轉3303 高雄巿鳳山區經武路42號

33 鳳山區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8:00-12:00

下午15:00-21:30
07-7775388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0號



34 鳳山區 孟昌小兒科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：8:30-12:00

下午：15:00-18:00

晚上：18:30-22:00

2.週日

上午：8:30-12:00

晚上：18:30-22:00

07-7650908 鳳山區海洋二路39號

35 鳳山區 林昭哲診所

週一至週六

上午：8:30-12:00

下午：15:30-18:00

晚上：19:00-21:30

週日上午：8:30至12:00

07-7633399 鳳山區新富路282號

36 鳳山區 楊寶麟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：8:00-12:00

晚上：17:30-21:30

2.週日

上午：08:00-12:00

7639092 鳳山區南京路312

37 鳳山區 詠馨診所

1.週一至週六

上午：8:00-12:00

下午：15:00-18:00

晚上：18:30-21:30

2.週日

上午：8:00-12:00

晚上：18:30-21:30

07-8119789 鳳山區五福一路2號、6號

38 大寮區 大承耳鼻喉科診所

週一至週日：

8：00~12：00

15：00~18：00

18：30~21：30

(週二下午休診)

7013668 大寮區鳳屏一路464號

39 燕巢區 義大醫院

週一至週五

上午：8：30-12：00

下午：13：30-17：00

週六：上午8:30-12：00

請掛家醫科

07-6150011轉2000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

40 燕巢區 義大癌治療醫院

週一至週五

上午：8：30-12：00

下午：13：30-17：00

週六：上午8:30-12：00

請掛家醫科

07-6150011轉2000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21號

41 林園區 聯合王婦產科

週一～週五

上午09：00~12：00

下午17：00~21：00

週六

上午9：00～12：00

6425968 林園區沿海路三段148號

42 林園區 建佑醫院

1.週一、週三、週五

(兒科門診)

上午：9:00-12:00

下午：13:00-16:00

07-6437901 林園區東林西路360號

43 鳥松區 高雄長庚 請先來電洽詢 07-7317123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大埤路123號

44 鳥松區 豐穎診所 請先來電洽詢 07-7316996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中正路355-2號

45 仁武區 仁雄診所 請先來電洽詢 07-3741298 仁武區仁雄路15-1號



46 岡山區

高雄市立岡山醫院（

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

人經營）

A型肝炎疫苗(小兒科每週2及4

下午2:00-4:30；週三上午

8:30-11:30)；其餘自費疫苗

(家醫科:週一到週五上午

8:30-11:30、下午2:00-4:30

，週一及週二晚上6:00-

8:30；內科只要有診都可以，

上午8:30-11:30、下午2:00-

4:30、晚上6:00-8:30)(去電

洽詢，以防剛好沒疫苗)

07-

6222131#51172(511

73)

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

47 岡山區

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

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

務處

1.子宮頸疫苗(婦產科時間不

固定，需去電洽詢)，

2.其餘自費疫苗內科只週一到

週五

上午8:30-11:30

下午2:00-5:00

晚上7:00-8:30

3.週六上午8:30-11:30)(去電

洽詢，以防剛好沒疫苗)

07-6250919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１號

48 岡山區 陳國俊小兒科診所

看診時間皆有施打

(去電洽詢，以防剛好沒疫苗) 07-6297200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73號

49 路竹區 祐民診所 星期一~六門診時間 07-6072211 高雄巿路竹區中和街180號

50 路竹區 佳恩小兒科診所 來電洽詢 07-6073355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35號

51 梓官區 嘉田診所 請先來電洽詢 6107738 梓官區進學路124號


